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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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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外开放战略的顺利实施推动了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持续增长，但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结构失衡、创

新能力薄弱、国际竞争力弱的问题依然存在，探索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未

来，要想破解中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的现实瓶颈，必须强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深化服务贸易体制创新，大力发

展数字服务贸易，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服务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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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逐步优化，中国

服务贸易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其外贸占比也在逐

年增加。截至 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已达到

7434亿美元，占同期对外贸易总额的 14.9%，中国

服务贸易规模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二位。然而，服

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与市场空间拓展不足，贸易

逆差长期存在与贸易结构失衡抑制了中国服务贸

易的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如

何利用数字经济改善中国服务贸易现状，开辟出

新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路径愈发重要。目前，国

内对于服务贸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

面：第一是关于服务贸易的经济效应（Nordas和
Rouzet，2015；Matteo 和Bernard，2017；刘庆林和廉

凯，2009；赵乔，2017）。邱爱莲等（2014）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以价值链为媒介促进

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规模经济

效应。第二是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Nath 和

Goswami，2018；费娇艳，2018；彭虹，2019；马述忠

等，2018）。盛斌等（2018）从服务贸易增加值的视

角对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重新测算，指出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长期处于劣

势地位的问题。第三是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与规

则重构（Chen Qifei，2017；迟福林，2019；聂平香等，

2020）。聂平香、李俊（2020）结合当前中国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的成效及暴露出的问题，指出加快推

进服务贸易创新试点 3.0版本对支撑中国服务贸

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从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区域及

细分行业层面寻找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途径，

但研究大多集中于一些国家的服务行业在国际市

场的竞争优势比较，忽略了数字经济时代正在深

刻改变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催生出来一系列的

服务贸易新内容、新载体以及新贸易模式这个事

实。因此，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分析数

字经济时代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机遇，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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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足，并深入探讨中国服

务贸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当下如何推

陈出新，寻求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二、数字经济给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

新机遇

数字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和颠覆式的创新变

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走向。

在数字经济影响下，企业在资源配置、渗透融合以

及协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与此同

时，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服务贸易的成本，提高了

服务贸易的可贸易性，极大地拓宽了服务贸易的发

展空间。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推进服务业结构调整

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1.数字经济提升了服务贸易的可贸易性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的兴

起，改变了传统服务贸易的商业模式与交易方式，

也催生了服务贸易新业态与创新发展新模式。实

现数字化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还可

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服务外包质量。例如，目前一些

企业已经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引入到对潜在目标市场客户需求进行科

学分析的领域上来；互联网和数据存储技术的发展

推动了国际在线教育等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以

往无法进行离岸贸易的服务逐渐演变为可贸易化

的产品，从而催生出全新的服务模式。这些新型服

务贸易业态的不断涌现反映出数字经济带来服务

贸易模式创新的事实。数字经济不仅能够催生出

更多的可服务类型，为潜在用户提供更为多样化的

产品与服务选择，而且会带动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

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显著提高中国服务贸易

发展的质量。

2.数字经济提高了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实现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出

来的高效便捷优势是推进服务贸易通关监管模式

和相关制度改革、提升服务贸易通关便利的重要捷

径。实现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发展，一方面能够提高

跨国移动支付的便利性；另一方面能够有效提升服

务贸易的监管与统计效率。例如，将大数据、物联

网与云计算技术应用于重点合作企业的运行监测

系统和服务贸易企业直报系统中，企业能够通过信

息互换与数据共享来实时掌握竞争企业及国际市

场动向。

3.数字经济拓展了服务贸易发展空间

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的发展为服务贸易

创新模式的衍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区块链技术、跨

境电商与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能够创造出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新模式。具体而言，依托数字化平台所

提供的大数据资源及移动互联网、新媒体与虚拟社

交平台，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跨境交易质量

检测和售后服务体系，企业研发、采购、生产与分销

体系也日渐成熟。利用互联网技术整合电商企业

与服务贸易企业的资源与市场信息，能够协助企业

由线下市场转向线上平台进行创新发展，提升服务

贸易效率与经营绩效。服务贸易企业还可以依托

互联网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为海外客户提供定制化

与个性化的产品。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

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持续偏低的事实

与世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形

成鲜明对照。以下将从总体规模和结构视角对中

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

1.服务贸易总体规模不断增长

据商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服

务进出口总额为7434亿美元，同比下降1.78%。其

中，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2420亿美元，同比增长 4%，

服务贸易进口总额 5014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4.35%。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描述了

中国自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规模变化情况（见表1）。
200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664.61亿美

元；2018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高达 7319.73亿美

元。然而，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贸易逆差问

题逐渐凸显。由图 1可知，2008年以前，中国服务

贸易逆差额保持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

国服务贸易规模虽总体保持稳定增长，贸易逆差却

逐年扩大。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额为401.94
亿美元；201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高达3140.57亿美

元，短短几年增长了近8倍，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严

重阻碍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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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给出了200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出口与进口

增长率变化趋势，中国服务业出口与进口规模逐年增

长，但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这反映出中国服务贸

易的发展较为不稳定、容易受国际环境影响的现实。

2.服务贸易结构两极化特征显著

贸易占比、贸易开放度及贸易竞争力是考察服

务贸易结构的三个主要指标。图 3给出了 2000—
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变

动趋势。自2008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额在对外贸

易总额中的占比逐年上升，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

出口额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1.94%，其

中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比 9.32%，服务贸易进口额占

比12.31%；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比16.93%，为

近 10 年来最高占比，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比

8.09%，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比 21.68%。此后服务贸

易额占比逐年下降，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比下

数据来源：作者由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所得。

表1 2000—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664.61
726.01
862.73
1020.66
1376.34
1583.70
1928.39
2523.22
3060.34
2883.32
3464.48
4221.72
4570.10
5142.77
6304.87
6275.98
6240.91
6585.90
7319.73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

304.3
333.35
397.45
467.6
649.13
744.04
920.06
1222.06
1471.1
1294.76
1531.27
1745.18
1758.3
1837.49
1977.2
1933.58
1846.62
1890.26
2089.58

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

360.31
392.66
465.28
553.06
727.21
839.66
1008.33
1301.16
1589.24
1588.56
1933.21
2476.54
2811.80
3305.28
4327.67
4342.40
4394.29
4695.64
5230.15

服务贸易逆差额

-56.01
-59.31
-67.83
-85.46
-78.08
-95.62
-88.27
-79.10
-118.14
-293.80
-401.94
-731.36
-1053.50
-1467.79
-2350.47
-2408.82
-2547.67
-2805.38
-3140.57

图1 2000—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作者由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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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 15.81%，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比 7.73%，服

务贸易进口额占比 19.68%。中国服务贸易表现出

进口占比偏高，出口占比偏低的两极分化特征。

为了比较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我

们利用贸易开放度指数与 RCA指数测算比较了

2000年到 2018年间中国、美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

开放程度与贸易竞争力指数，如图 4和图 5所示。

相比之下，中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远低于印度，

与美国的差距不大。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自

2000年以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服务贸易RCA
指数由2001年的0.56下降为2018年的0.31。

3.服务贸易行业结构趋向优化

从具体行业结构来看，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显

示，2019 年 1—10 月中国运输业进出口总额为

7642.4亿元，同比增长 4.1%；旅游业进出口总额为

15004.7亿元，同比下降 5.3%；进出口知识产权使

用费总额 2141.9亿元，同比增长 3.9%；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业进出口总额 4041.6亿元，同比增

长 19.7%。建筑业服务进出口总额 1846.7亿元，同

比增长 10.5%；加工服务业进出口总额 1014亿元，

同比下降 6.3%；其他商业服务 6210.5亿元，同比增

长 10.2%。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商业服务是目前

中国开展服务贸易最多的三类产业，占中国服务

贸易总额的 71.7%。通过比较 1997年到 2018年中

国服务贸易的行业结构变化（见表 2），可以发现，

运输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维护和维修服务业

图2 2000—2018年中国服务业出口与进口额走势图

数据来源：作者由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

图3 2000—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作者由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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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0—2018年不同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比较

数据来源：作者由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

图5 2000—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RCA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作者由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

表2 1997—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对比表 单位：%

类型

年份

运输业

旅游业

建筑业

保险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

知识产权使用费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维护和维修服务业

加工服务业

其他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

1997

12.10
49.30
2.40
0.70
0.10
0.30
0.20
1.00
0.00
1.20
31.30
1.40

2005

20.90
39.60
3.50
0.70
0.20
2.50
0.20
1.50
0.70
7.20
22.80
0.20

2010

20.10
36.90
8.50
1.00
0.80
5.40
0.50
1.70
0.70
3.28
20.90
0.22

2015

18.94
45.06
4.10
2.11
0.76
5.66
3.53
0.40
0.75
3.15
14.96
0.55

2017

18.69
42.19
4.67
2.08
0.76
6.74
4.79
0.50
1.18
2.63
15.01
0.75

2018

19.02
39.94
4.44
2.12
0.71
8.94
5.20
0.58
1.23
2.23
14.80
0.79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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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府服务业进出口占比总体较为稳定，且旅

游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

中占比最高；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

权使用费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虽有上升趋势，

但总体占比偏低。

图 6比较了 1997年和 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行

业结构变化情况。1997年，中国服务贸易以旅游业

为主，其次是其他商业服务和运输业，加工服务业、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保险金融服务业、建筑

业、知识产权使用费等产业的占比明显偏低。近年

来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中，旅游业占比由1997年
的49.3%缩小为12.1%，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

占比由1997年的0.3%增加至18.8%，知识产权费占

比由1997年的0.2%增加至2.4%。

4.服务贸易地区发展差异较大

作为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对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根本性的作

用。然而，近年来中国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表 3给出了 2019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服务业

发展水平差异。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

高于内陆地区，沿边地区的服务业水平最低。沿海

地区中，北京、天津及上海地区的服务水平相对较

高。服务业的发展差异导致了各地区服务贸易发

展的区域结构失衡。从国内区域分布来看，截至

2018年，中国服务业进出口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

占比 84.8%，长江经济带沿线、京津冀地区、珠三角

经济圈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到全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的 77%。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占比

共计65%，东部沿海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类别集中

图6 1997年和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综合司。

表3 2019年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指标

数据来源：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公布的2019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①。

区域

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平均值

内陆地区

内陆地区平均值

沿边地区

沿边地区平均值

省（区、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南

山西
青海
宁夏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重庆
陕西
贵州
四川
甘肃

吉林
黑龙江
云南
西藏
广西

内蒙古
新疆

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

29542.5
8949.87
17988.8
13200.4
37640.2
27752.28
51064.7
33688

19217.03
59773.38
3129.54
30488.55
8748.87
1504.3

（1775.07）
18860.4
11760.1
26018.01
22920.6
21158.2
12557.51
11821.49
8430.33
24443.3
4805.4

14419.04
6304.68
6815

12224.55
924.01

10771.97
8530.5
7019.86
7512.94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
83.52
63.45
51.24
52.99
52.96
72.74
51.25
54.03
45.33
55.51
58.95
70.71
51.38
50.72

（47.91）
50.82
47.50
47.95
50.01
53.23
53.20
45.83
50.27
52.44
55.12
50.64
53.76
50.06
52.64
7.56
50.72
49.56
51.63
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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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

宣传和咨询服务以及运输服务业。内陆地区主要

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从国际市场分布来

看，区域结构失衡问题愈发明显。目前，中国服务

贸易合作排名前十的国家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

75%。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区域集中于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及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区域集

中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以及美国。中

国香港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服务出口目的地、进口来

源地以及顺差来源地，中国内陆与中国香港的双边

服务贸易占中国内陆服务贸易总额的67%②。

四、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实瓶颈

结合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制约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现实瓶颈及其背后的原因，这

将有助于我们提出解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实问

题的应对之策。

1.服务贸易规模整体偏小，区域发展失衡问题

突出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整体规模偏

小，对外贸易总额占比偏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不足。与此同时，由于区域比较优势差异导致的中

国服务贸易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也十分突出。处于

沿海地区的服务企业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内陆与沿

边地区的服务企业，且企业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不断

扩大趋势。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中于长江

经济带沿线、京津冀地区、珠三角经济圈等区域，而

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则集聚于内陆地区。服务

贸易规模有限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贸易便利化建

设水平低下，企业服务贸易的审核周期长，贸易成

本较高。行政审批手续繁杂、审批流程透明化程度

不高，对外企的审批条件严苛、审批材料过多、耗时

过长等问题降低了跨国企业的效率，打击了企业跨

国服务的积极性。此外，随着服务贸易主体类别、

服务种类以及贸易规模的增长，中国外汇审核制度

对服务贸易付汇单证真实性的审核周期长、难度加

大，给中国离岸服务贸易业务的开展也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

2.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整体开放程度有限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中进口占比偏高，出口

占比偏低的两极分化特征十分显著。自 2000年以

来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服

务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

展，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不利影响。贸易结构

失衡也是导致多年来持续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服务贸易整体

开放程度较为不足。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甚至

低于印度的水平。此外，中国服务业市场的规范化

与制度化水平不足，难以确保外部契约的顺利执

行，也严重制约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与此同

时，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也成为重要制约因

素。尽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运

行的整体趋势，但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更为隐蔽且

广泛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所设立的服

务贸易壁垒限制了中国服务贸易活动的开展，例

如，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时常以知识产权保护

不力为由抵制中国服务产业。这是由于中国知识

产权保护与制度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还比较

落后，相关法制法规建设尚待完善，针对技术密集型

服务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不够，从而阻碍了音乐、视频等数字化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

3.行业结构分布不合理，高端复合型人才匮乏

服务行业结构分布不合理，过度集聚容易引发

恶性竞争，这是影响服务贸易质量的重要原因。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等技术与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比偏低，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

业如旅游业、运输业和建筑业占比偏高。这种过度

集聚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现状极易引发行业的

恶性竞争，压缩贸易利润空间，而且会使企业的创

新动力不足，无法实现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

转型。而服务行业结构失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

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服务业复合型专业人才十分匮

乏。目前，中国从事传统服务贸易的专业型技术人

才相对过剩，严重缺乏具备跨行业知识技能的复合

型专业人才，难以满足现代服务业实现跨区域发展

的需要。以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为例，软件架构师、

项目管理与系统设计师等高层次人才十分缺乏，软

件蓝领等基础型人才也严重短缺。反而是系统工

程师等处于中间层次的人才相对过剩，这种两极分

化的人才结构在金融服务行业同样存在。承接管

理离岸服务外包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十分匮乏，

而一般的技术人才过剩现象屡见不鲜。随着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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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息技术的兴起，中国服务业要想顺应时代潮

流，实现创新发展，就迫切需要云计算、网络金融及

大数据等新型服务业领域高端人才的加入。

4.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不完善，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遇阻

相比于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中国服务贸易的

统计制度亟待完善与优化，统计平台建设落后，对

于服务贸易的风险监测与分析跟进不力。一方面，

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导致主要服务贸易企业

相关数据直报不积极，相关部门对统计数据的收集

分析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外汇管理部门与行业主

管部门的统计信息缺乏有效对接机制，部门之间数

据对比与实时信息共享难以实现，统计数据漏统现

象时有发生。各省（区、市）主管部门对于行业服务

贸易数据的公布存在滞后性，不利于地方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工作的开展。

五、破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实问题的

对策建议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现实瓶颈主要有贸

易规模整体偏小，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突出、服务贸

易结构不合理、开放程度有限、行业结构分布不合

理等。数字经济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开辟了一条

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如何充分把握这一重大机遇，

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增添新动能尤为重要。

1.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

作为数字贸易大国，中国有能力为服务贸易的

数字化转型创造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应顺应世界

经济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数字贸

易的规则制定，尽快掌握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

权与话语权，并出台配套政策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加

速进入数字化时代；第二，相关部门应该加快跨境

数据互联互通建设、尽量规避数据本土化问题，在

确保网络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服务贸易数据

的实时共享，规避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三，制定合理措施应对数字贸易壁垒，建立健全

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与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全面提升

国际互联网资讯的开放水平；第四，率先制定涵盖

跨境电子支付、认证、缴税与互联网消费者权益保

障的跨境电商标准体系，规范服务贸易企业的跨境

经营活动，打造集电子监管、在线通关认证、商检与

在线服务认证为一体的“中国方案”。

2.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建立全方位的开放

合作体系

针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不高的事实，政府

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服务企业的国际合作

步伐。第一，选择重点国家或地区开展深化合作，

并由此逐渐扩大与重点国家周边国家的合作，最终

实现中国服务贸易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合作体

系。具体而言，服务贸易企业应时刻关注中国（北

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

出口交易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举办的

企业推介会和相关论坛，强化服务行业间的务实合

作，确保企业对接洽谈和信息数据交换的及时性与

合作内容的充实性。第二，鼓励服务贸易企业以现

有贸易伙伴为基础，不断加强跨国交流合作，努力

打造国际合作新格局。第三，重点关注中国前十大

服务贸易伙伴国的跨国合作，继续加大与上海合作

组织、金砖5国和中东欧“17+1”国的国际合作力度，

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合作体系，营造良好的服务贸易

发展环境。

3.深化服务贸易体制创新，缓解贸易结构失衡

第一，要持续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

程度，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强化与美、日、欧等发达

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合作，使得企业能够吸引

来自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高级要素供给，提高本国

的服务水平。中国可以适度放宽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的市场准入以及相关限制措施，推动研发设计、

电信金融、文化教育以及医疗等行业的价值链升

级。第二，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不断改善市场环

境，充分发挥竞争市场环境对于服务要素优化配

置的关键作用。中国应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为依托，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兴服

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服务业企业

与外资企业开展公平市场竞争，增强企业竞争活

力。第三，对于放管服改革仍要继续进行。中国

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为服务贸易企业建构一个政

策环境稳定、市场透明、服务高效便捷、风险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性，通过降低或减免服务企

业的税收负担，减少企业的融资和经营成本，建立

完善的出口退税机制并加大退税力度，充分发挥

服务业带动产业资金流动的作用，合理引导资本

更多地投向创新研发领域，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贸易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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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失衡问题。

4.利用外资加强数字经济建设，推动服务贸易

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应格外重视塑造数字强

国、网络强国形象。积极引进外资来强化中国的数

字经济建设是实现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

之一。合理引导外资进入中国内陆及沿边等服务

资源相对稀缺的区域，将外资投向公共及社会服务

领域，实现外资的“普遍服务”，进而提升这些地区

的服务业发展，破解区域结构失衡的困境。此外，

应充分重视外资引入对于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业

态及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推动作用，积极引导国外加

工贸易企业在华设立集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数

据与结算以及物流分拨于一体的区域服务机构；同

时鼓励外商企业以并购、合资或参股的方式参与到

国内服务业的研发中去，共同制定与推广服务贸易

国际合作标准，并就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及

前沿科技等领域深化合作。在此过程中，应积极优

化国内法制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不断

完善跨国合作的安全审查制度及外资信用监管系

统，以大数据监管服务平台为依托，建立事中事后

综合管理系统，合理评估服务贸易合作风险。

注释

①由于2019年的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暂未公

布，括号内列出的数字为 2018年数据。②相关资料来源于

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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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tu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Xu Weicong Li Junjiu
Abstract：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ing up strategies, the total scale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achieves sustained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deficit in service trade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the
weak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wea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 vigorous ris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In the future, if we
want to break the real bottleneck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we must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ervice trade, deepen
the system innovation of service trade, and vigorously develop digital service trade, so as to realize the great-leap 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Service Trad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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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提升机制及启示*

——以德国工业4.0旗舰集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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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德国工业 4.0旗舰集群“It’s OWL”为例，系统剖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竞争力提升机制，结果发

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主要是依靠集群组织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竞争力；通过创建集群组织、加强网络化建

设运营解决治理运营问题；通过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先进制造模式，最终实现创新发展。这些对中国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及其竞争力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在中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具体

实践中，应注重网络化建设运营，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通

过工业大数据实现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供需均衡，以及产业间的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进而顺利贯彻落实“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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